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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史以及城市经济学理论告

诉我们：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乃是一个

多功能复合体。但是，无论这个复合体多

么纷繁复杂，其经济功能则始终居于基础

性的支配地位。换言之，城市经济功能的

每一次深刻变化、重组以及创新，都将直

接决定着城市整体形象和功能品质的新旧

更替。而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变化，在本

质上也是城市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所

以，城市经济功能的重组或创新，也必然

要求对其产业生产力的空间布局给出科学

的合理的定位，而产业生产力的空间布局

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功能

的优劣，进而影响到城市的功能品质与整

体形象。在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由于

对城市产业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设定

的理解不同、思路不同，导致城市经济功

能的运行效率存在着较大差异，进而造成

城市的整体形象、功能品质乃至城市竞争

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若干问题
◎ 石 峰

摘  要：本文分析了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城市产业生产

力空间布局优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针对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实践中存在的若

干关系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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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大差异。当前，正处于五年计划更

替时期，各个城市正在酝酿新一轮五年计

划。正确认识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的

基本矛盾,确立科学的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

布局观，对于我们做好新一轮五年规划，

更好地优化城市经济功能，提升城市整体

形象和功能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
的基本矛盾

城市作为人类聚集的主要社会形态，

首先是以产业的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一

个没有产业发展的城市，是难以想像的。

而其产业生产力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就是

城市的空间布局的演变过程。作为一种空

间现象，它始终必须面对着以下无法回避

的三对基本矛盾：

�.城市产业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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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的有限性的矛盾

科技无限，创新无限，新兴产业的发

展也是无限的。人类社会总是在产业的无

限发展与创新中追寻着新的、更高的需求

目标；新发明、新产品层出不穷，是社会生

产力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城市产业生产

力的发展永远处于动态的变革与积累过程

之中，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城市

是一个空间、地域、边界范围相对确定的

区域，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城市不可

能无限地膨胀下去，因而其所能容纳的企

业、产业也是有限的。一旦产业、企业发展

达到一定数量、规模，超出了城市空间所

能容纳的限度，企业、产业的发展也必然

要受到遏止。这就是城市产业生产力发展

的无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有限性的矛盾。

2.城市产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动态性

与城市产业生成的相对稳定性的矛盾

城市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处于传统

与现代、朝阳与夕阳的不断更替过程中。

例如，在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时期，蒸汽

机制造业堪称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在

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时期，电力、汽车制

造业、钢铁冶炼业等堪称当时的高新技术

产业。今天这些早已沦落为“传统产业”、

“夕阳产业”，取而代之为“高新技术产

业”的则是电子信息、通讯、生物工程、航

空航天、海洋技术，等等。在产业技术的不

断创新和更替过程中，今日的“高新技术”

总是被明日的“更高更新技术”所替代，由

此沦为传统产业或“夕阳产业”，这是产

业发展的一个永恒规律。但是，另一方面，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内，某一产业在某

一地域一旦生成，就存在着相对稳定性和

静止性：产业本身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

能力、生产条件（如厂房结构布局、设备配

置、基础设施等）将维持不变。这就是城

市产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动态性与城市产

业生成的相对稳定性的矛盾。

3.城市产业功能分区的确定性与城市

产业、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的矛盾

随着对现代城市功能认识的深化，

城市规划与建设正在逐步摒弃过去存在的

产业布局零乱、生产与生活混杂、工业与

商业不分的弊端，用产业集群的理念谋划

现代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其中，现代化的

工业园区，就是近年来兴起的重要城市生

产力空间布局现象。城市空间区划、功能

分区、产业布局一旦确定和实施，就存在

着相对稳定性，如厂房不能随意拆除，供

排水设施不能随意改道，等等。但是，另

一方面，城市的产业、企业的生长、生成

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因素，具有极大的不确

定性。一般而言，对于城市某一个产业区

域而言，何种产业、何类企业入驻，何时

入驻，往往不由城市规划者自身意志所控

制，而是受产业自身的生成条件和规律以

及城市一系列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此形成城市产业“规划”与“产业实际

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一矛盾还表现在

规划和基础设施投入在先，而产业、企业

的入驻和产业的实际发展滞后所引起的超

前投入的问题。一旦企业、产业的实际发

展偏离了预先“规划”的轨道，就会造成

基础设施投入的浪费。这就是城市产业功

能分区的确定性与城市产业、企业发展的

不确定性的矛盾。

二、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
优化的基本原则

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存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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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决定了城市的功能分区

或空间区划必然始终处于动态的变革之

中。因此，如何使城市产业生产力布局既

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更有效率，又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尽可能减少重复建设造成

的资源浪费，就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者必须

面对的问题。总体而言，城市产业生产力

空间布局优化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与

城市功能优化相结合，促进城市功能的整

体优化与创新。城市作为一个多功能复合

体，集中了人居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

能、经济功能，等等。城市产业生产力空

间布局是城市功能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脱离了整体的部分无论如何优化，都

会对整体形象造成破坏。因此，城市产业

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站

在城市功能优化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进

行系统地谋划，立足于整个城市功能优化

与创新来确定城市产业生产力的空间布局

与区域分布。

第二，当前与长远结合，为未来产

业的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城市产业生产

力空间布局的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要求城

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不能只顾眼前，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竭泽而渔。而是要充

分把握城市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为

未来产业的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否则，

就必然会陷入改造、不适应、再改造、再

不适应的循环往复怪圈，并造成社会资源

的极大浪费。

第三，集中与分散结合，着力于城

市生产力的均衡分布。城市在本质上是人

口、物质、信息、资金、知识等社会经济

要素在空间上高度聚集的结果。各种社会

经济要素的均衡配置，是城市功能得以充

分发挥，城市运行效率得以最大提升的必

然要求。因此，在进行城市生产力的空间

布局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城市生产力要

素（包括物资、资金、信息、技术、劳动

力等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空间上的均衡

性，提高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资源的综合

利用效率，推动城市各个方位经济的均衡

发展。

第四，专业化与功能化相结合，实

现产业的集群发展。城市在产业生产力的

空间布局上，不是杂乱无章的简单堆积或

板块式的简单串接，而是要按照专业化、

功能化的要求，有系统地将相互关联的产

业归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产业功能区。

第五，主导性与关联性相结合，对

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定位。在产业结构的定

位上，要注重重点产业的培育、注重产业

之间的关联度、注重主导（龙头）产业对

产业体系内部的前向拉动和后向推动作

用，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辐射作用。

第六，着眼于区域资源比较优势，

进行产业的合理功能分区。不同的城市区

域其资源优势不同，不同的产业对城市区

域资源的需求不同；只有产业布局适应了

区域资源优势，发挥了区域资源优势，产

业才能获得快速可持续发展；否则，不仅

造成城市资源的浪费，而且，不适当的产

业布局必然对城市资源造成破坏，最终产

业的发展也会受到抑制和扭曲。

第七，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原则。在城市产业品质定位上，要坚持强

调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要严禁发展污染性（包括水污染、

气污染、渣污染与噪音污染等）产业。对

于确实必须发展的重污染企业（如化工）

应集中布局、集中进行“三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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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有利于城乡经济统筹协同发

展，充分考虑城市工业布点对城郊工业和

乡镇工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三、城市产业生产力空间布局
中若干关系的正确处理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

教授指出：对城市作“怎样的理解”是建

立在“城市应该是怎样的”价值标准上，

“聚落形态的产生总是人的企图和人的价

值取向的结果”。按照前述基本原则，城

市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必须恰当平衡并正确

处理好以下关系：

�.老城区改造与新城区拓展的关系问题

受认识的局限，我国多数中心城市

的老城区在生产力空间布局上存在着明显

的不合理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老工

业、重工业过于集中在市区，不利于市区

环境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二是产业功

能分布不清晰，缺乏“扎堆效应”；三是

生产力布局缺乏城市资源比较优势，存

在着极大的随意性，不利于环境保护；

四是城区经济与郊区经济缺乏“ 联动效

应”，不利于郊区特别是郊区农村城市化

进程。针对老城区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不合

理状况，多数城市政府着手生产力空间布

局的重新谋划、定位和调整。其措施是：

通过拓展新城区或发展园区经济，改善城

市生产力空间结构；实施老工业企业的搬

迁改造，即所谓的“腾笼换鸟”。这些举

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生产力的空

间布局，推动了城市的整体功能创新。但

不少城市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

依赖于老城区及其产业的自然、自由扩张

现象，城市生产力空间布局在规划上缺乏

系统性、前瞻性和引导性，以及宏观调控

不力等原因，其空间形态主要表现为以老

城区为中心，沿主要交通干线机械式、放

射状、板块型向外摊开，使得城市新的生

产力空间布局依然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

以至于产业布局零乱、产业结构趋同和低

水平重复现象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有旧城

复制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新老城区功

能分区不清晰，使得处于中心极核的老城

区，交通、电力、环保、水利等基础设施

始终不能适应城市高速膨胀的需求，以至

于新老城区始终处于无限重复的建设与改

造之中，不仅造成城市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给城市居民生存与生活环境带来巨大的

影响。显然，如何处理老城区改造与新城

区拓展的关系问题，避免陷入重复改造、

重复建设的怪圈，是城市规划建设者必须

认真面对的问题。

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空间聚集

性。城市，作为一种“经济景观”，是人类

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结果。空间经济学

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聚集效应，即由社会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与

聚集不经济综合作用的效果。所谓聚集经

济是指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相关要素的

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交易成本减少、收

入或效用的递增。例如，工业的聚集，可

以共享电力、水资源、交通运输、“三废”

处理等各种基础设施等；所谓聚集不经济

是指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相关要素的空

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增加、收入或效用损

失。如一些相互排斥或缺乏联系的厂商或

企业的空间集中所带来的效益或效用的减

少。就此而论，笔者认为，在处理老城区改



�75

观 点VIEWPOINT

《城市观察》2010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2010, No. 1

造与新城区拓展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站在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以新城区拓

展为契机，对城市功能在空间上进行全面

的、系统的、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规划

和重新整合，并以城市功能的空间聚集优

势替代传统分散的、零乱的功能分布，形

成若干个能够代表城市经济增长极核的功

能中心，以功能的聚集效应形成城市经济

的强大辐射力和渗透力。比如：何处是政

务中心、何处是商贸中心，何处是金融中

心，何处是文化中心；人居地如何布局才

能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和环境最合理的

需求，才能适应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源配置

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城市公

共基础设施，等等，都要进行科学系统的

谋划，以避免由于功能区分散造成的聚集

不经济现象的发生。

就生产力空间布局而言，老城区由于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地价昂贵），应以发展

楼寓（如大型写字楼）经济为主，主要布置

集约型经济、发展虚拟性产业，如商业、信

息业、金融业、休闲娱乐业等，并成为城市

的政务中心（从管理的空间幅度考虑，有

利于降低管理费用）、商务中心、金融中心

等，由此形成城市的神经中枢和软组织系

统；比较而言，新城区则应构筑以工业企

业为主的产业集群，成为城市经济的骨架

系统；而在新老城区的结合带，应重点布

局人居组团。在建设的步序上，应力求先

建新城区，再改造老城区，即在系统规划

基础上，集中主要财力对新城区按照现代

化要求对厂房、道路、电力、水利等基础

设施以及人居组团进行全面建设（同时可

对老城区建设改造工作进行“休眠”），充

分发挥新城区对工业与人口的吸纳集聚作

用，通过疏散老城区的工业与人口压力，使

老城区部分“空心化”，然后再对老城区进

行系统地改造，以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改

造带来的资源浪费。

2.行政配置与产业整合的关系问题

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自然空间及

其行政区划，唯有在产业生产力布局的意

义上才能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经济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正确处理城市各行政区域

内的产业关联性是城市生产力空间布局必

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就 现 阶 段 城 市 生 产 力 布 局 实 践 而

言，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时下较为流行的配置思路，我

们称之为“行政配置”，即立足于现有各

个行政主体（主要分为市、区两级行政），

兴办各类不同的产业经济园区（市级开发

区、区级开发区、大学科技园等），强调

运用行政手段进行所谓板块式推进，至于

每个经济板块——其实是单个或多个行

政城区——里面究竟配置什么产业，则由

各个行政管理主体或各个园区自己确定。

在此思路下，各行政主体出于产业竞争

的需要，往往严重忽视产业区内的产业内

容、结构、特质以及产业关联度与产业先

进性，从而造成这样的情状：分置在各个

行政城区中的各级别产业经济区，包容着

各种专业领域的产业企业，它们或者干脆

不分类别地多行业混处，或者仅按照产业

区内毫无产业关联度的所谓“功能分区”

进行不可能引起产业聚集效应的行政组

装——所谓“园区”是个筐，什么产业都

往里面装。其结果是，就城市生产力布局

的宏观整体而言，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布

局零乱、产业结构趋同以及低水平重复现

象，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城市行政区域之间

恶性竞争、内耗和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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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思路，我们称之为“产业整

合”，即站在城市生产力空间布局和产业

结构优化的战略高度，打破城区间的权利

和利益壁垒，依据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规

律，充分发挥产业的聚群效应，对相互关

联、相互配套的产业，按照区域资源比较

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行科学规划、区域合

理分工和重组。在此思路下，分置在各行

政城区中的产业经济区必须具有特定专业

性质和明确的产业方向；在各个产业区

内，只吸收符合某一特定产业方向、与该

产业关联度极高的特定功能主体的企业，

如电子工业园只吸收电子类产业企业，生

物工业园只吸收生物技术类企业，计算机

软件园只容纳软件类企业，等等。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集中地

体现了现代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时代趋向：

将相互关联、相互配套的产业企业呈“群

落”形态集中布局，来替代传统的零散的、

不分类别各种产业相互杂处的生产力布局

模式。之所以如此，是由现代产业发展的

内在规律及其所必需的生态环境决定的：

其一，它方便获得一种所谓的“社

群资本”，即相互间的合作、交流产生的

增殖效应，这种资本实质上是群落内相互

关联的各个单体企业的技术、知识、市场

信息的溢出和叠加。

其二，适应区域内产业配套要求。

尤其是现代高科技产业对产业的配套能力

具有很高的要求，以计算机生产为例，从

微处理机和逻辑芯片到系统和应用软件、

驱动器、显示器、输入、输出及网络设

备，构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使得靠单个

公司独立开发或生产所有部件变得越来越

困难，没有一定的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单

个企业很难在该区域获得生存和发展。我

们招商引资，国外大企业首先看重你的产

业配套能力，原因就在于此。

其三，有利于市场组织，减少交易

费用，节约社会资本，满足环保需求。不

同产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各有差别，如

高耗能产业偏重于电力设施配置，高耗水

产业偏重于水利设施配置，高污染产业偏

重于环保设施配置；同样是重污染企业，

有的偏重大气污染，有的偏重水污染，因

此污染处理的方式和着重点也不同，等

等。通过专业化的功能分区，可以满足不

同产业对基础设施（厂房、电力、供排

水、环保、通信、道路交通等设施）的不

同要求，达到节约社会资本的目的。尤其

是创业企业，由于一般规模较小，自身缺

乏治污能力，产业相近的企业由于其污染

源相近，对其进行集中布局，有利于集中

排污、集中治污，减少环保成本；否则，

必然对产业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然而，这种理想模式在既定的城市行

政体制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这就必然涉及

到本文即将阐述的第三个关系问题。

3.市级经济与区级经济的关系问题

城市生产力布局中行政配置与产业

整合之间矛盾的正确解决，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将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城市经济管理

模式，来正确处理市级经济与区级经济的

关系问题。

以区级经济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虽

然有利于发挥多个“管理主体”（政府部

门）的积极性，促进各个“经济板块”的

快速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产业布局

零乱、产业结构趋同以及低水平重复现

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恶性竞争、不必要

的内耗和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以市级经济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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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统一规划，统一引导，避免产业的分散和

低水平重复，发挥产业的群居效应，提升产

业的竞争力，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城市

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集约

利用，但却限制了区级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限制了区级经济发展。

显然，如何平衡市级与区级（包括

开发区）的利益关系，既能保证全市统一

规划、协调布局的战略实施，又不伤及多

层次行政主体的积极性，似乎是城市生产

力空间布局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鼓励

城区、郊区经济的发展，许多城市政府都

把部分综合经济管理权、财税管理权、规

划土地管理权等权利下放，这在一定程度

上激活了包括开发区在内的区级经济，特

别是现行流转税逐级留成、所得税按隶属

关系交纳的财税体制，更加助长了各级政

府兴办开发园区和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以

至于有些城市呈现出了从市、到区，甚至

有些街同创所谓的“科技园区”或工业园

区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职能部门

层层分权、层层放权，尤其是市级宏观管

理调控职能部门职能的分割，又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市级政府宏观管理调控职能部

门职能的“空壳化”，以至于宏观管理调

控弱化必然带来了一些对城市长远发展造

成严重损害的重大弊端：比如，为了招商

引资对土地资源的相互压价、相互拆台等

恶性竞争，不顾本区域资源特点的产业无

序发展，以牺牲城市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产

业的低水平重复布局，等等。层层分权的

体制也导致管理层次叠床架屋、效率低

下，财政费用加大等。

实践证明，这种不顾宏观整体利益

的放权、分权管理体制模式，虽然在短期

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城市经济，但必

然会带来影响城市整体形象乃至整体竞争

力的严重后果。

我 们 认 为 ， 问 题 的 本 质 不 在 于 放

权、分权，而在于市、区两级政府职能的

科学分工，什么权该放，什么权该收。就

市级政府而言,其主要职能是进行全市生

产力布局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并制定

政策，行使综合经济管理权、土地规划

管理权（包括项目审批权、土地批租权

等），并协调、监督和检查规划、政策的

落实情况，以达到全市生产力空间布局的

整体协调统一；而区级政府（包括市级开

发区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

实、执行城市生产力布局规划，实施产业

区的具体开发组织管理和政策落实，并行

使城市综合管理权（如环卫管理、安全管

理、财税管理等）。在利益分配上，则实

行区、市两级分配，税收由所在区征收，

再按一定比例分配，同时建立财政回拨机

制，对于税收资源条件薄弱的区给于适当

的财政补贴，以平衡由于产业布局不均衡

带来的各区利益差距。

总之，城市管理体制既要考虑统一

规划，协调布局的需要，在管理权限上实

行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链条不断，审批权

限不变；又要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发挥各

区政府的积极性，充分保护各区的资产管

理权、利益分配权。

4.政府主导与市场推进的关系

贯穿于城市生产力布局过程中的所

有问题整体性地表现为产业发展模式的选

择与设定方式上：城市产业的发展是由政

府主导，还是由市场推进？

所 谓 政 府 主 导 ， 是 指 政 府 集 编 、

导、演于一身，产业发展的项目寻找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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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融资与投资、甚至企业运作等，由政

府直接承担或参与其中；这里当然也包括

产业规划的制订、产业方向与结构的引

导、产业发展环境即社会—人文—制度环

境和硬件基础环境的创造等。政府主导能

够发挥强大的政治优势，层层动员，形成

宣传攻势，产生轰动效应，但不可避免的

缺陷是，容易产生产业定位的盲目性，造

成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脱节；容易产生融

资泡沫、政绩泡沫；更重要的是，种了别

个的田，荒了自个的地，由于职能错位，

导致环境建设滞后，应有的管理服务滞

后，其结果，即便招得几个商家，由于环

境缺陷，也养不活。

所谓市场推进，是指产业发展遵循

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产业发展的方向、

结构、规模、投资、融资以及项目选择等

由市场规律进行自然选择。市场推进有利

于最大限度地开拓产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空

间，形成良好的产业竞争协作机制、产业

科技创新体系、产业资本的积聚效应，产

业发展的动态平衡以及产业发展的可持续

性。但对于市场经济欠发达、资本市场不

活跃的地区来说，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

速度和质量将受到限制。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推进，这也不是

一个绝对相互排斥的问题，其核心和实质

是解决好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

题，而合理的角色定位能够将“政府主

导”与“市场推进”有机地统一起来。比

如：作为当代新型产业基地的“硅谷”，

其首次出现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舞台上，并

不是出自政府的战略规划，而是一系列社

会和市场因素（教育、文化、资本、技

术、产业组织、商业环境等）综合作用的

结果。硅谷在美国的首先出现，在一定意

义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之自然选择的产

物，但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及

其国家创新系统也为此提供了激励创业的

制度环境。再如：深圳市政府很少替代企

业去找项目、去融资，也很少参与企业的

运作，也不以政府的身份直接向高技术领

域投资，但在过去数年时间内，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一直跃居全国首位，究其原因，

政府做好了一件事：规划，引导，创造好

的环境和服务。

我们认为：城市生产力布局，必须

走出政府主导的误区：一方面，作为城市

管理者，参与是必要的，但什么该管，什

么不该管，管理幅度有多大、多深，必须

做到心中有数。必须认识到，寄望引进一

笔巨资来扶持几个产业项目，这种政府选

择、贷款为主，集中投资的传统方式，与

现代产业的市场选择、权益资本为主、分

散渐进投资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不相融合

的。政府必须从具体的项目中走出来、从

微观企业活动的具体参与指导中走出来，

把精力专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搞好

宏观规划。包括土地规划、产业布局规划

（而不是具体产业项目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七通一平”）、环境规划

等；第二，投资建设好公共基础设施。主

要是路网管网建设、环境绿化、“三废”

处理等；第三，研究建设好区域法制环

境、区域政策环境。包括产权尤其是知识

产权的保护与产权激励制度；建立在信用

制度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高效率、低

门槛、严监管的企业登记注册制度和工商

监管制度；不与中央政策抵触又有利于地

方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等等。第四，推

动产业支撑服务体系建设。包括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律师、会计师等中介咨询服务



�79

观 点VIEWPOINT

《城市观察》2010年第1期
Urban Insight 2010, No. 1

体系，教育服务体系。第五，搞好服务，

如人才服务、融资服务、工商服务、进出

口贸易服务等。

总之，只有从城市功能提升、产业

布局优化、管理体制创新的战略高度对城

市科技资源、经济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政

府管理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才能真正形成

一种布局合理、资源最优利用、环境优

美、管理高效的现代化产业生产力空间布

局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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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n spatial layout of urban industry 

productivity are analyzed,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in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urban industry productivity are propos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in 

order to solve the issues in the practice of spatial layout of urban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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